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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林玉宣介绍，自 1989 年起，
林氏兄弟通过家族传承的珠宝首饰
镶嵌技艺，开始进入珠宝首饰领
域。在珠宝首饰的加工、研发、生
产、销售方面，始终不忘初心，将传
承与创新完现如今，深耕珠宝行业
多年的乾昌珠宝，凭借其精益求精
的珠宝品质与不断优化升级的终端
服务，品牌影响力持续提高，品牌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在行业内不断提
升。在企业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飞
速上升的过程中，乾昌珠宝始终坚
持匠心精神，凭借精湛的首饰技艺、
独到的设计研发，获得了行业内外
的认可和好评。

乾昌珠宝，在由《人民日报》主
办的第二届中国自主品牌峰会上荣
获“中国自主品牌 100佳”称号，在
河南地区也先后荣获“首届中原珠
宝行业十大诚信品牌”“河南珠宝行
业最具影响力品牌”等多项荣誉。

乾昌珠宝董事长林玉瑞，也获得了
“中原珠宝行业十大领军人物”的殊
荣。

林玉宣在认真的阐述着乾昌珠
宝“品牌核心价值定位创新”的品牌
理念。他说，放眼整个珠宝行业，知
名的珠宝品牌在渠道营销上，大多
分为两个诉求，即文化传承和婚爱
情感。

几经探索，乾昌珠宝将“心动”
作为全新的品牌文化价值，紧紧围
绕“营造心动时刻”这一文化理念，
创造出一系列颇具新意的价值传
播，从而拉动产品的整体销售并且
提高品牌与客户的粘合度。同时围
绕“心动”这一理念对心动系列产品
进行全面的创新。以心动为主线，
为品牌注入新的理念，推崇以独特
的表现形式，送出不同的心动礼物，
让不同的人收获难忘的心动时刻。

在品牌价值传播方式创新方

面，乾昌珠宝也进行了积极的努力
和大胆的尝试。乾昌珠宝，创造了
珠宝行业的首个品牌日：6月7日的
乾昌日。乾昌珠宝在乾昌日会对员
工及顾客呈现不同形式的感恩回馈
活动；同时，也积极开展多项公益活
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10月 10
日，乾昌珠宝更是将全国各地的“有
乾人”（拥有乾昌珠宝的消费者）聚
集在一起，举行有乾人 party。以

“我是有乾人”为粉丝群体标签，开
启一场时尚、有趣的聚会。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
思亲”，过年回家，你会为了家人、爱
人和自己带什么样的礼物，才会让
这一刻，更心动呢？2016年春节前
夕，“回家过年，乾昌珠宝”的策划活
动，温暖了整座郑州城，也获得了消
费者广泛的关注和好评。

林玉宣总结说，28年的发展历
程，乾昌珠宝不变的是对珠宝行业

的传承与对工匠精神的坚守，不断
改变的，是迎合时代发展与消费多
样化的需求所作出的努力和创新。
稳扎稳打，逐步迈出“中原第一，布
局全国”的品牌发展道路。乾昌珠
宝就是这样的“中国自主品牌 100
佳”，有传承有坚守也有创新，用锲
而不舍的努力，打造着属于民族品
牌的荣耀。

（张锐）

《国色天香·花开富贵碗》是以非物质
文化遗产——景泰蓝为基础，进行了从材
质到工艺的再度升级创新，产品以990足
银做胎，融合花丝工艺与画珐琅工艺，手
工匠心打造“非遗”的创新产品。《国色天
香·花开富贵碗》以皇室御用器物《金錾团
寿囍字茶碗》经典器形为蓝本，以《本草纲
目》收录天然养生材料——足银精工打
造，以绽放的牡丹花为主要元素。结合宫
廷经典器形，采用“非遗”宫廷绝技，手工
制作“花开富贵”珍品。

推出这款热销藏品的梦祥纯银制品
集团创立于 1993 年，专注银器制造 25
年，旗下拥有梦祥银、梦祥珠宝、梦祥盛
世、盈祥银、九龙银象五大品牌，是一家
集白银首饰设计、生产研发、模具加工、
白银批发于一体的独立法人企业。始终
坚持以“传播中国白银文化”为理念，25
年来由一家白银作坊，发展成全国首屈
一指的纯银制品集团。集团拥有现代化
标准厂房 9800多平方米，展厅 8000多
平方米，员工 1000多名，各类专业技术
人员及管理人员近百名。

《国色天香·花开富贵碗》套装由梦

祥集团技术顾问、北京工艺美术大师曹
宇先生督造。曹宇先生出生于工艺世
家，师从皇家宫廷技艺传承人——田水
园老先生。博采众长，将传统的宫廷风
格和现代工艺完美的结合，形成个人花
丝镶嵌和錾刻工艺的独特风格。同四位
工艺大师共同设计创作的《和美丝巾果
盘》被选为APEC国礼。世界首尊《金玉
观世音》作品集体获得“大吉尼斯世界纪
录”。现供奉于海南三亚南山寺内。《银
浮雕凤戏牡丹壁饰》荣获2016年世界手
工艺产业博览会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成果展“国匠杯”金奖。 （赵钰）

打造珠宝品牌专属的购物节
——访乾昌珠宝营销总监林玉宣

梦祥推出《花开富贵碗》套装

银 文 化
silver culture

广 角
panorama

□瓦尔特

作为一家总部设在郑州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区域性珠

宝品牌，乾昌珠宝这几年在夯实终端渠道、聚焦原创系列

产品以及打造品牌专属的销售节日上，交出了一份非常靓

丽的答卷。

珠宝行业近三年，整体上都是属于销售增速放缓的疲

弱状况。除了一些全国性的知名珠宝品牌外，多数的区域

性珠宝品牌，大都面临着品牌知名度、美誉度的提振乏力，

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与购买粘性不足等诸多问题。

不过，全国性知名珠宝品牌的打造，那可不是一朝一

夕的事情。

倘若按照周大福、六福珠宝般著名的珠宝大牌，在铸

造品牌美誉度的漫长历程上，所投入的物力和财力来考

量，区域性珠宝品牌要想在代言人的选择、广告宣传上的

投入、渠道展示上的高档次，这仅仅在资金的规模上，就无

法匹及。所以，花费了有限的资金，却赢得了较好的社会

传播力和美誉度的乾昌珠宝，就成了区域珠宝品牌自我形

象提升的一个楷模。

何谓楷模？值得学习的榜样也。

与去年许多珠宝品牌的悄无声息建树寥寥相比，乾昌

珠宝的一些节点策划活动，搞得是热火朝天，影响甚广。

每年 6 月 7 日的乾昌日活动,品牌旗下所有的珠宝产

品，折扣多多，真正让利于消费者。9月 9日，乾昌珠宝心动

公益日的各种捐赠，体现的是更多社会责任的承担。10月

10 日，“我是有乾人”活动，拉开了粉丝群体时尚聚会的大

幕，在年轻消费群体的脑海中，深深烙印上了乾昌珠宝的

美好印记。

丁酉年春节前夕，遍布于省会各个公交候车站点和机

场出发大厅的“回家过年，乾昌珠宝”的成功策划，在温暖

了整座郑州城的同时，也获得了消费者广泛的关注和好

评。还有海量钻石，推广价销售的乾昌珠宝钻石节，其“想

耀就够了”的广告语，也是令人印象深刻。

在我身边，不断有对珠宝行业及品牌完全没有认知的

朋友，知道我熟悉这个行业，从而向我打听乾昌珠宝的活

动细节和品牌情况。这其实，就是乾昌珠宝近些年来，在

品牌打造上，努力不懈持之以恒所带来的最真实最有效的

成果。

何谓品牌？就是具备经济价值的无形资产。他承载

的是消费者对其产品以及服务的高度认可。

乾昌珠宝能够量力而行，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在品

牌铸造上，付出了超过别人的努力与尝试。他们的闪亮成

绩，我们能够看得到。

我相信，众多的消费者，也能够看得到。

为乾昌珠宝的节日策划点赞

尚语谈
Talk

□本报记者 张锐

4月 27日，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周大生，股票代码：002867）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募集资金总
额达15.3亿元，成为近年来A股融资规模
最大的 IPO 珠宝企业之一，发行价格为
19.92 元/股 ，开 盘 后 不 久 迅 速 上 涨 至
43.98%，达到当日涨停上限，公司市值达
137亿元。

深交所上演“情景风格珠宝”首秀

周大生珠宝专注于“周大生”品牌珠
宝首饰的设计生产、品牌运营和连锁经
营，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珠宝品牌运营商
之一，也是全国中高端主流市场钻石珠宝
领先品牌。这得益于周大生多年来在行业
内的深耕细作，公司净利润从 2014年的
3.24 亿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4.27 亿元，其
中，镶嵌首饰营业收入增长较快，从2014
年度的 13.41 亿元增长至 2016 年度的
16.87亿元。

周大生采取轻资产、整合运营型经营
策略，专注于品牌运营、渠道管理、产品研
发和供应链整合，不断提升品牌形象和影
响力，实现公司的快速发展。从1999年在
北京王府井百货开设第一家专柜，到如今
覆盖 32 个省份、300 多个大中小城市的
2456家终端门店，周大生凭借品牌、渠道、
产品、供应链整合、标准化运营等优势，市
场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已经成为珠
宝行业当之无愧的龙头企业。

在登陆资本市场之际，周大生也抓住
深交所挂牌上市万众瞩目的平台彰显自身
品牌价值，以时尚珠宝走秀拉开仪式序幕，
成为深交所首家珠宝走秀的上市企业。仪
式现场，十多位模特以百变造型，将潮流与
经典风格相结合，表现适合不同风格女性
在不同场景佩戴珠宝的魅力。

市场占有率、品牌知名度持续提升

据相关资料，“周大生”品牌市场占有
率近三年在境内珠宝首饰市场均排名前
三，品牌市场竞争力突出，已成为中国境内
珠宝首饰市场最具竞争力的品牌之一。

近日，由Asia Brand（亚洲品牌集团）
发布的“2017中国品牌总评榜——3.15中
国珠宝首饰品牌价值100强”中，周大生以
品牌价值 286.13亿元位居第二。不仅如
此，公司品牌价值还取得了全球认可——
连续五年获得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颁发的“中国500最具价值品
牌”，品牌价值从 2011年的 75.25 亿元上
升到 2016年的 238.69 亿元，位居大陆地
区珠宝品牌前三。

在品牌建设和推广方面，周大生构建
了全方位、立体式品牌整合营销战略，与国
内众多权威媒体、电视、报纸、杂志、互联网
等建立了长期的推广合作关系，每年进行

多渠道多维度的广告宣传并推出品牌营销
性的推广策略，大幅度提升品牌曝光率，源
源不断地为周大生品牌的全面推广提供强
有力的广告支持和推广动力。

产品高品质追求

根据品牌定位，周大生确定了以钻石
首饰为主力产品，百面切工钻石首饰为核
心产品，黄金首饰为人气产品，彩宝首饰、
金镶玉首饰、铂金首饰、K金首饰等为配套
产品的产品组合策略。截至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拥有设计款式超过1.5万款。

2013年周大生远赴世界钻石之都安
特卫普，独家引入比利时EXELCO公司的

“LOVE100”百面切工钻石作为核心产品
系列，在紧贴潮流趋势的同时，在产品系列
设计上烙印公司品牌理念，加强公司产品
的市场辨识度和品牌竞争力。

同时，周大生也是中国十大钻石进口
商之一，并是其中唯一的专营零售类钻石

进口商。在清晰的产品定位下，周大生坚
持钻石首饰的高品质，根据国检出具的声
明，2011—2015年度周大生在国检的客户
中，钻石送检数量和品质均名列行业前茅。

周大生坚持产品工艺和品质的精品路
线，在工艺品质、选材用料精益求精，一丝
不苟，并持续不断推出新工艺和新技术，优
质的设计与品质为公司提升了产品声誉。

线下线上零售渠道双拓

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周大生及时把
握珠宝行业爆发式增长的历史机遇，依托
整合研发、生产外包的优异供应链整合能
力，采用外延式、规模先行的渠道建设战
略，建立了覆盖面广且深的“自营+加盟”
连锁网络，为业务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

过去，周大生及早抢先占领二三线市
场，据资料显示，截至去年年底，公司在河
南、四川、山东、河北、江苏、陕西等各省门
店数量超120家，华北、西南、华东和华中
地区更是销售收入的主要贡献地区，构建
了以一二线城市为骨干、三四线城市为网
络的覆盖面广且深的“自营+加盟”模式。

为了顺应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新机
遇，周大生发挥自身品牌知名度高的优势，
积极布局线上销售。2013年，公司开始组
建电商销售团队。2014年，周大生正式成
立创新经营中心负责线上销售，并在淘宝、
天猫平台开设了旗舰店。

2017年4月27日，周大生在深交所挂
牌上市，正式吹响了进军资本市场的号
角。正如周大生董事长周宗文先生所说：

“今天是周大生公司全新的起点。我们将
百倍珍惜这个机会，脚踏实地、精耕细作，
秉承企业精神，坚持品牌定位，实现战略规
划，在珠宝钻石专业领域里为中国队摘取
一枚国际金牌，去追求属于我们中国人的
品牌梦想”。

周大生成功登陆A股 进军资本市场

一、2017年度河南高等教育十大突
出贡献人物

牛书成 孔留安 王清义 宋争辉
梁晓夏 时明德 刘荣英 景国勋 王淑
芳 杨捷

二、2017年度河南高校十大科技创
新项目

1.“苯选择加氢制环己烯及其下游产
品催化技术”项目

2.“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对于全球变
化的影响”项目

3.“重型装备大型铸锻件制造技术开
发及应用”项目

4.“系列核苷生产新工艺”项目
5.“煤层瓦斯安全高效抽采关键技术

体系及工程应用”项目
6.“食用植物油风险因子控制关键技

术与应用”项目
7.“高性能钢纤维混凝土及其结构计

算理论与关键技术”项目
8.“大型重载机械装备动态设计与制

造关键技术及其应用”项目
9.“小麦新品种百农207产业化研究

与推广”项目

10.“枣育种技术创新及系列新品种
选育与应用”项目

三、2017年度河南十大领军高校
郑州大学
河南大学
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工业大学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河南中医药大学
四、2017年度河南综合实力 20强

领军高校（本科）
郑州轻工业学院
中原工学院
新乡医学院
河南科技学院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信阳师范学院
洛阳师范学院
商丘师范学院
南阳师范学院
安阳师范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
许昌学院
河南城建学院
安阳工学院
平顶山学院
河南工程学院
南阳理工学院
黄淮学院
新乡学院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五、2017年度河南就业竞争力领军

高校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郑州师范学院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河南工学院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郑州轻工业学院
信阳农林学院
安阳师范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
许昌学院
平顶山学院
南阳理工学院
安阳工学院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漯河食品职业学院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六、2017年度河南综合实力 20强

领军高校（专科）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开封大学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郑州财政金融职业学院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七、2017年度河南十大领军民办高校
黄河科技学院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郑州科技学院
郑州财经学院
黄河交通学院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八、2017年度河南十大领军院校（职业

技能）
河南省理工学校
河南省经济管理学校
河南省水利水电学校
郑州绿业信息中等专业学校
南阳邓州市卫生学校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高职）
开封市技师学院（高职）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高职）
河南经济贸易技师学院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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